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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高考不答卷写满“
教育宣言” ，漂泊打工 10 年希望弥补当年的“
冲动”——
—

“白卷”考生 10 年后选择
重新高考
2008 年，19 岁的安徽考生徐孟南第一次参加高考，但是他并没有在考卷上
填写正确答案，而是写了满篇自己的“教育宣言”， 注定，这样的考卷也无法将
他送入大学。 走出考场 10 年，他辗转在各地的工厂打工，成家生子，但是他渐渐
觉得，当年的做法“
太不值”。 几天前，徐孟南进行了 2018 年的高考报名，时隔 10
年，当年的这位“白卷”考生，希望能够重返高考考场。

成绩下降很快， 老师和父母都特别生气，
但是现在想想，他们都是在替我着急。 ”他
说。
2008 年，徐孟南参加了高考，但是他
并没有按照考试的要求规范答题，而是在
卷子上写满了自己的“教育宣言”。 徐孟南
说，自己当年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在考场上
临时起意，而是早早就计划好了的，“那几
年比较小，想法可能也比较简单，就一直
觉得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考试体
徐孟南目前边工作边备考。
制。 ”他说，“我当时想，我把我的想法写在
交白卷写“教育宣言”
考卷上，或许就会引起大家的重视，能够被关
徐孟南 1989 年出生在安徽省亳州市的 注，让我的‘宣言’也被更多人了解，从而带来
一个乡村家庭，家里一共 4 个孩子，读书成为 改变。 ”
了他们未来能够出人头地的一个最重要的选
徐孟南说，他当时的这份“教育宣言”主要
择。“我小时候比较内向的，但是一直到高一 内容就是希望改变应试教育，让大家按照兴趣
之前，学习成绩都还很好，在班级里能够排在 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向，并且增加日常生活知识
中上等的水平。 ”徐孟南说，“上了高一以后， 的考试，等等。“
我本来以为，这样的答题一定
开始喜欢看一些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书，就 会得 0 分的，没想到成绩下来之后，我发现自
对当时的考试制度啊有一些不满意， 变得比 己的总成绩单上竟然还有 100 多分，我到现在
较叛逆。 ”
也没想明白这些分是怎么得到的。 ”
为了“让考试制度改变”，徐孟南曾经给
但是考试之后，等了很长时间，徐孟南想
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媒体甚至作家写信，但 要的“引起关注”却一直没有发生，他的那些
是都并未得到答复， 这让徐孟南有一点儿小 “
考试宣言”便也随着他的考卷而石沉大海。
小的失望， 只能偶尔在网上发表一些自己的
漂泊打工 10 年开始反思
看法。
高考结束，100 多分的成绩无法将徐孟南
之后，徐孟南开始厌学，经常会跑到网吧 送进更高一级的学府， 他只能选择跟随父母
去打游戏，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家人自己是因 外出打工。 多年来，他一直在浙江许多企业做
为对考试不满而选择逃避学习的，“那个时候 工人，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
流水线的工作比较简单，但是也很辛苦，
每天 7 点多就需要起来工作， 上班时间都在
10 个小时， 有的时候需要加班就会更辛苦一
些。 ”徐孟南说，“这样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技术
含量，只是每天在做重复的工作，但是如果现
在想要换好一些的工作， 都需要比较高的学
历，而我只是高中毕业，很多时候并不能够达
到学历上的要求。 ”
这些年，徐孟南干过灯箱制作、浴室用品
的组装，还曾经在亲戚的企业做过一段时间的
管理工作，但是都不稳定，而且十分辛苦。在更
换工作的时候，徐孟南都会留意用人单位的学
历要求，如果超过高中，他就不会去应聘了。因
为只能从事比较初级的工作，“
还是挺辛苦的，
有时候连着几个月都没办法休息一天，请假的
话就要扣钱，而我以前上了大专或者大学的同
学， 他们的工作都有比较充分的业余时间，光
这个就让我很羡慕。 ”他说。
高考之后的近 10 年时间里，徐孟南还完
成了结婚生子的过程。 现在，他每年都外出打
工， 而爱人和孩子则留在老家，“有的时候我
也会想，当年的做法可能真的是太不值得了，
如果当时认真答题， 可能现在会是另外的一
种人生。 ”
高考后的几年，徐孟南一直比较关心“白
卷考生”一类的新闻，他也曾经在安徽、江苏
的一些高中做过宣讲， 让还在读高中的孩子
好好学习， 不要因为一时的叛逆而错过了高
考这样一生可能仅有一次的机会。

徐孟南说，虽然自己一直在反思，但是他
也并不认为考试制度应该一成不变， 只是这
样的问题一定会逐步得到改变， 而不应该用
在考卷上写“考试宣言” 这样比较过激的做
法。“
我关注了上海和浙江等地区这几年公布
的高考改革方案， 其实和我当年的想法有很
多类似，例如学生可以自主选课，学习的内容
更加全面，等等。 ”徐孟南说，“不过人应该先
驾驭好自己，再去考虑其他的事情。 ”
希望弥补当年的“冲动”

几天前，徐孟南完成了自己 2018 年高考
的报名工作，他说现在高考不限制年龄了，对
他来说算是一个机会， 他也希望能够重新走
进考场，弥补自己当年的那次“
冲动”。
而关于即将参加 2018 年高考的事情，徐
孟南还暂时没有和父母及爱人讲，他说相信他
们会理解自己的，而现在的自己只是想能够安
心地备考。“
现在每天还需要上班，好在现在工
作的时候可以戴着耳机，我就会把一些课程下
载下来，一边工作一边听课。 ”徐孟南说，
“
然后
就是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了，已经很多年没有
学习过了，所以差的课程会比较多。 ”
对于 2018 年的高考，徐孟南说自己一定
会认真面对，肯定不可能再交“不靠谱”的答
卷了，他知道自己差的课程比较多，所以并不
奢望能够考上本科， 他的目标是希望先考上
大专，以后有机会再继续深造，而对于考取的
目标，他希望能够报考新闻学专业。
（来源：《北京青年报》 付垚 / 文）

5 少女欺凌同学被判有期徒刑

网络传播校园欺凌视频暴露的问题触目惊心
欺凌同学 5 少女被判有期徒刑
事情发生在北京市西城区某职业学院
内，2017 年 2 月 28 日下午 3 点到晚上 10 点
之间，女学生朱某伙同另外 4 名女被告人在
学校女生宿舍楼内，采取恶劣手段，无故殴
打、辱骂两名女学生，期间 5 名女被告人还
脱光了一名被欺凌女同学的衣服予以羞辱，
并用手机拍摄了羞辱、殴打视频，事后还在
自己的微信群内小范围进行了传播；其中一
名被害人，当天先后被殴打了 3 次。 经鉴定
两名被害人均构成轻微伤， 其中一名被害人
精神抑郁，目前仍无法正常生活、学习。
法院认为， 被告人朱某伙同另外 4 名被
告人无故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二人轻微伤，辱
骂他人情节恶劣，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严
重影响公民的正常生活，破坏了社会秩序，已
构成寻衅滋事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予惩
处。 鉴于 5 名被告人实施犯罪时均未满 18 周
岁，在被羁押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考
虑到 5 名被告人的父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
济损失，且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依法对 5 名被
告人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朱
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被告人
赵某、李某、霍某、高某犯寻衅滋事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 11 个月。
校园欺凌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青少年社
会问题之一，北京的这一判决表明，未成年人
实施暴力伤害，同样不能逃避刑法的制裁。
网络传播欺凌视频 问题触目惊心

“校园欺凌”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 而大量的相关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则使影
响进一步扩大， 对当事人构成严重的二次伤

“被告人朱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
刑 1 年；被告人赵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 11 个月……”11 月 2 日上午，北京市西城
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校园欺凌案进行宣判。 5 名
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校园欺凌” 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而大量的相关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则使影响
进一步扩大， 对当事人构成严重的二次伤害，
暴露出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
害。 央视记者就曾对网络上流传的 100 个校
园暴力视频进行了分析， 暴露出的问题令人
触目惊心。
在微博中， 施暴者自己拍摄并发布在微
博上的校园暴力视频大量存在。 在记者收集
的 100 部校园暴力视频中， 施暴者主要采用
的暴力方式是：辱骂、推搡、扇耳光、脚踢等。
这其中出现最多的暴力行为是扇耳光， 占比
80%；其次是脚踢，占比 78%。 在所有施暴视频
中，有 74%的施暴过程中伴有语言辱骂。
除了徒手施暴外，有 14%的施暴者使用了
棍棒、砖头、板凳等工具击打受害者，其中使用
棍棒的最多，占比 50%。 校园暴力不仅仅是殴
打和辱骂，受害者通常还会在逼迫之下遭受道
歉、下跪、自扇耳光、扒光衣服等人格侮辱。
这些施暴行为对受害者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身体伤害， 有 25%的受害者遭受欺凌后
倒地不起， 严重的当场昏迷。 相比于身体伤
害， 受害者所遭受的精神与心理伤害是难以
估量和统计的。
在 100 部暴力视频中， 校园欺凌行为集
中表现为多人对一人施暴， 打人者达到 3 人

及以上的占全部视频的 70%左右，有近 10%的
打人者有吸烟不良行为。 面对这样的欺凌与
侮辱，92%的受害者选择不反抗， 当个别受害
者进行言语或肢体反抗时， 往往会遭受施暴
者更加凶狠的群殴。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佟丽华认为， 由于大家对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认识不够， 所以往往就是老师介入批评教育
了事，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介入，导致受欺凌孩
子不敢投诉、反映。 从这起案子来看，司法机
关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及时参与、 介入是多么
的必要，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一种力量。
加强法治教育 让欺凌远离校园

针对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 教育部联合
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等 8 部门曾联合印发了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
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来加强综合治理和
防范。
法官认为，解决校园欺凌，学校和父母应
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于打人等暴力行为，学
校和老师会怎样管呢？ 记者曾对 177 名直接
或间接参与过校园暴力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68%的学生选择“管而且非常严厉”，
23%的学生选择“管但批评一下就没事儿
了”，19%的学生选择“事情闹大了才会
管”。 因为参与校园暴力曾受到过哪些惩
戒？ 受到学校处分的最多，有 65%的学生；
其次是被老师训诫，占 63%；排在第三位
的是家长体罚，占 22%。
受访法官认为，针对校园欺凌，学校
责任更大，应当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加强法
治教育，让更多学生知道校园欺凌的法律
后果，而不只是简单地给一个处分了事。
对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肖志
勇认为，对学校而言，学生犯了错，只作处分
是不行的，还要加强教育力度，所谓加强教育
力度不仅仅是针对这个犯错的孩子， 应该有
一个大的面的教育， 让所有的孩子认识到校
园欺凌是不应该的行为， 这样才能杜绝一个
更大的错误。
专家建议， 平日家长在关注孩子成绩的
同时， 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他们的身
心健康，对于被欺凌者，父母一旦发现问题，
要及时和学校老师沟通，妥善处理，不要责难
孩子，更不要不管不问，这样容易出现两个后
果：要么孩子继续被欺凌，要么以暴制暴，最
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但也不要反应过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
室副主任史卫忠认为， 当发现孩子不幸受到
伤害的时候，要冷静处理，不能漠不关心也不
能反应过度， 一切要以恢复孩子身心健康和
学习状况出发，学校和家长要进行理性沟通，
必要时请心理干预专家进行辅导， 用法律武
（来源：央视新闻）
器维护好孩子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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